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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擴大行政會報

暨第 1 次新冠病毒肺炎防疫會議會議記錄

壹、時間：109 年 8 月 24 日上午 9時

貳、地點：二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柯校長建興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記錄：俞舒涵

伍、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一)因新冠肺炎關係本學期暑假縮短，開學前的準備時間稍顯急迫，相關工作、須協調

事項及相關研習、會議..等事宜，請提前妥善規畫並公告周知全校同仁。

(二)今年度有勞同仁的辛勤付出，本校榮獲「體育績優學校」獎項。如芬組長獲得寶佳

教育大愛獎的殊榮。

(三)開學在即，校園環境的整理清潔請於開學前執行完畢；關於 1 樓布告欄設置、2 樓

學生作品室、童軍教室的整備、曬毛巾擺設.. 等項目，請同仁協助提供意見，以做

後續規劃。

二. 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1.教務主任

(1) 課程中心專案助理備取 2報到事宜，經人事室聯繫後，預計於 24 日報到。課程

中心近期辦理之活動-8/20 花特、8/27 宜特區域研習、9/14 教材編輯增能研習。

(2) 1-3 次代理教師甄選於 8/13 完成後，排課及專任教師分配表於 8/17 公佈，國

中部及高職部各有 1名專任無搭班，擬為均質化業務或本校在職進修教師之年

段(經校內申請通過)或彈性支援人力之設置。

(3) 109 學年度本校均質化業務計畫複審通過。VR 系統-汽車美容洗車教材已完成核

銷，並存放教學資源中心。

(4) 資源中心年底之圖書採購(設備費)僅限書籍，教材教具項目擬由教師提出申請

檢附教學需求表件陳核後由業務費支應(參考基特)。

(5) 本學期有 1名台北市立大學教育實習生，教學由春秀老師帶領輔導。

主席裁示:

(1) 今年 7月底開始，特教授課時數有做微降調整，故授課壓力相對減少，關於跑

班安排、專任老師編排，處室同仁也做好評估考量，請尊重學校整體考量。課

表無特殊原因不會再有變動，開學前教室外課表儘速積極處理。

(2) 本校教材、教具費用 800 元整，可以考量用其他方式進行。例如一半經費由教

務處統籌(資源中心採購)，一半經費交老師使用。

2.教學組

(1) 學生學習扶助計畫及宜蘭縣課後照顧專班等計畫皆已辦理完畢，已著手辦理核

銷及成果結報中。另教師在家教育等計畫也在著手辦理結報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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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學年度將傭續辦理藝術潛能班、學生學習扶助計畫、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3) 因作業期程關係國中部新生 IEP 於 8/21(五)已召開，高一新生也於 8/18~8/21。

(二~五)召開完畢。

(4) 課表初稿業已編排完畢，相關排課計畫將另案簽核。

(5) 110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因應新課綱規劃總體

課程實施所需課室空間及適性學習空間活化需求改善計畫」於 9/11 有申辦說明

會。

主席裁示:

(1) 上學期在家教育費用繳回新台幣 7萬元之故乃為疫情關係。

(2) 2 間電腦教室或教學改善部分，請儘早規劃後提出計畫以利經費的申請。

3.實習組

(1) 9 月 2 日早上將進行職前教育宣導，內容包含「防災主題」、「性騷擾防治」(李

嘉羚老師主講)、「工作態度宣導」(林慧妮老師主講)以及「實習及就業概況」(職

輔員邱欣慧主講)；下午進行高二高三的職教分組課程。

(2) 9 月 9 日(星期三)開始校外實習，本學期的工作隊有香格里拉工作隊、宏凰水

產工作隊，將會同任課老師討論教學實習課程之內容，九月份將加強協助工作

隊實習同學適應職場的環境及工作要求。

(3) 本學期校外個別實習確定的有 301 吳雅茹於童話村親子生態農場民宿，將於下

周媒合。

(4) 9 月 23 日(星期三)擬召開校外實習教學檢討會，擬請導師及工作隊老師留意是

否有適合校外個別實習之同學，可提早安排。

(5) 職業轉銜與輔導中心(嘉特)將於 9月 17 日(星期四)，於宜蘭區舉行期中會議，

對象為各分區承辦學校及區域內服務學校之業務承辦人，約計 100 人，初步規

劃將在宜泰大飯店 12 樓會議室辦理，本校為協辦單位。

主席裁示:

(1) 9/17 活動，學校協助部分:會議室、場地安排、課程規劃、講師聘請..，各項

準備工作請妥善辦理。

4. 註冊組

(1) 有關學生 109 註冊費，目前正在申請台銀學雜費系統，進行相關學生註冊費之

匯入作業。繳費單預計於開學日 8月 31 日由導師轉交家長，1名在家教育將郵

寄到住家。

(2) 高 101 班游璨駿因無法適應新學校環境，擬辦理休學一年，待開學後請導師協

助詢問是否需保留學籍，若要保留詢問是否要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

(3) 109 年度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第三期計畫目前執行進度： (a)網路：目前正在

進行跨棟網路環境光纖化工程。 (b)機房：進行核心交換器之升級及更換。

(4) 資源中心教室空間活化工程：廠商表示目前進度約完成一半，正在進行牆面油

漆粉刷，以及等待組合櫃及 OA 櫃到位組裝。

(5) 已完成學校網頁人事異動及更新。

(6) 國中部上學期提出是否有購買學科教科書，建議詢問有往來的國中是否有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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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可交流使用;另國中部有提出自然科學類教具清單，將由教務處業務費支

出進行採購。

主席裁示:

(1) 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計畫執行施工確定延續至開學後，如有影響到網路使

用，應事先通告周知。教學部分若受影響，再詳細了解確實狀況後再做因應處

理。

(二)學務輔導處

1. 學輔主任

(1) 國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已穩定控制中，轉防疫新生活運動，落實社交距離及做

好個人衛生防護，將防疫內化日常生活習慣，敬請各同仁持續依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最新公告做好防疫措施，有任何狀況應立即回報。(今日有公布新防疫

公文，請大家參酌使用)。

(2) 本學期開始學生平安保險業務改由簡秋蘭社工承辦。

(3) 本校預定於 10/24(六)辦理宜蘭縣身心障礙運動會-滾球項目。

(4) 性別培力計畫，已用群組方式通知各組；入校諮詢部分請各組於 8/26 前將相關

支援資料填報後，該項目將列入本校行事曆。

(5) 強化校務運作填報雖特教通報網訊息無法回應，但仍請各組先行填報及備齊相

關資訊，以備國教署抽檢。

(6) 資本門執行:原騎馬機項目更改為輪椅震動機併 8月份復健器材案進行招標。

(7) 9/25、10/30、11/13 下午五結國中入校進行生命教育。

主席裁示:

(1) 性別培力計畫及強化校務運作案各組儘速協助後彙整回報。

(2) 元 11/7 慧燈中學舉辦-田徑比賽延至 11/14。

2. 訓育衛生組

(1) 8/26(三)、8/28(五)辦理健康促進研習，主題為認識睡眠障礙及助眠劑(正確用

藥)、淺談現代食物營養學(健康體位)、身心障礙學生性別平等議題(性教育)，

另外伊比利斯症暨校園兒童權利公約為台灣兒童伊比利斯症協會免費提供講師

到校宣導。

(2) 8/31(一) 0830 於視聽教室召開家長大會，0900 進行開學典禮。

(3) 原定 9/11(五)上午辦理新生健檢，聖母醫院因故改為 9/8(二)上午到校進行。

(4) 9/25 門諾眼科檢查及配鏡。

(5) 進學禮日期異動為 9/26(六)，地點為深溝自來水生態園區、香草菲菲，羅東東

區扶輪社贊助辦理。

(6) 暫已洽訂 10/5(一)下午蘭陽女中舞蹈班到校融合活動。

(7) 縣府暫訂 10/7(三)上午施打流感疫苗（含 50 歲以下教職員工），屆時工作隊須

施打後再出隊。

(8) 10/14-10/16 高三畢業旅行，學生含師長人數計 35 人，請總務處協助招標事宜。

(9) 9/7 兼任醫師開始看診（2位牙醫、1位精神科）。

(10) 導師室櫃子已整理完成並加掛名牌；原預定採購櫃子因超過金額 10 萬元將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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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辦理。(目前導師室 1樓、3樓位置已額滿，2樓位置尚有空位)。

防疫小組會議：

1.目前學校醫療用口罩結存5561片(美德向邦公司捐贈2000片、善心人士捐贈300

片)、廚房用一般口罩 238 片、酒精 500CC 計 77 罐。

2.新學期會再發一次師生出入境調查統計及新學期肺炎宣導事項通知。

主席裁示:

(1) 校區班級、教室可以考量用次氯酸鈉消毒。

(2) 開學前請總務處做全校性公共區域消毒、清潔規劃；消毒前班級、教室請教師

助理員先協助清潔，桌面部分屬個人區域請老師自行清潔。

(3) 口罩部分:暑假後持續觀察學生健保卡是否有繼續鎖卡問題。

(4) 中午餐廳用餐可以開啟冷氣。

(5) 防疫會議記錄公告周知。

(6) 搭乘校車須每日測量體溫及配戴口罩，其餘尚不需測量體溫。

(7) 守衛室對外防疫措施:2 週內測量體溫及配戴口罩。

3. 生教體育組

(1) 新舊生制服尺寸數量已統計完畢，今年長短袖衣褲各調漲 50 元，外套及背心為

原價。

(2) 交通車共 7台本學期起調整交通車 1台為返鄉專車，有關交通車路線初排已完

成。

(3) 交通車隨車助理員及教師助理員已簽請人事室協助辦理甄選相關事宜。

(4) 有關臨時教師助理員補助乙案已函送提出申請，審核結果: 109 學年度已補助月

薪制教助員 8人，所提學生並無特殊需求，故本次不予補助。若本校仍有需求，

於開學後針對特殊個案學生重新評估，並於本計畫第二梯次申請期(109 年 9 月

15 日至 9月 26 日)，再函送申請資料報國教署辦理。

(5) 本學期體育相關活動較多，目前行事曆排定活動外，得知全國適應體育運動會

於 11/17-11/19 辦理，教育部辦理的全國室內拔河比賽尚未收到舉辦比賽日期

的相關訊息。

主席裁示:

(1) 開學後先發夏季制服，冬季制服陸續發放。

(2) 交通車狀況儘速掌握確實情況；相關車輛及人員資料儘快送學校作審核備查；

契約標的物改變，請生體組及總務處儘快協調後辦理契約變更事宜；開學前與

交通車租賃公司召開一次協調會。

有關長期性合作對象包含交通車司機、志工及保全部分由人事室負責查核。

(3) 教師助理員今日甄選 3位共計 11 位(各班 1位)。隨車人員甄試報名 10 位，再

追蹤甄選結果。

4. 復健輔導組

(1) 預定9/4(五)上午9時辦理109學年度宜蘭區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相關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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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工作說明會，屆時會請宜蘭區高中職特教組長或業務承辦人與會。

(2) 109 年度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頒獎典禮訂於 9/23(三)上午 10 點辦理，地點預

計在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規劃 9/22(二)整日會至會場進行典禮準備工作

及相關場佈作業。感謝總務處協助招標相關事宜。

(3) 本學期義剪活動目前與美髮公會協調安排在 9/25(五)、11/20(五)及 1/15(五)

這三日上午 9時，但會視疫情情況決定是否如期辦理。

主席裁示:

(1) 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頒獎典禮標案及伙食案請進行邀標作業。

(2) 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頒獎典禮案今日討論相關案由議題及注意事項。

(三)總務處

1. 總務主任

(1) 109年度資本門執行狀況如下，請進度落後之處室儘速辦理。進入下半年度為使

執行後剩餘款可充分利用，請各處室先行規劃急迫需求：

(2) 各項工程標案執行進度如下，請各處室協助配合各項進度掌控

處室 計畫名稱 金額 執行期限 最新進度

總務

109 年度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工程 2,000,000 109/11/20
7/16 開工，工期 60 天 +20 天，

工期至 10/6

108 年度自走式避難梯工程 3,174,000 109/12/30
已完工，結算進行中。8/28 教

育訓練

學美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計畫 1,250,000 109/11 月中旬 9/4 設計團隊討論

校園美感環境再造 2,000,000 110/07/31 等候複選結果通知中

冷氣卡儲值系統 200,000 109/12/30 超底價決標通知廠商施工

教務

109 年度資源中心教學空間活化工程 1,000,000 6 月底前發包

109/12/30
7/16 開工，工期至 9/3

109 年度前瞻計畫 1,700,000
6 月底前發包

109/12/30

6/30 決標，履約期限 90天，至

9/28

VR 250,000 109/07/31 結算進行中

學輔

109 年度共融式無障礙遊樂場工程 3,000,000 109/12/30
規劃設計進行中，待國教署確

認設計經費

109 年度建構多感官教室設施設備 1,400,000 109/12/30
8/5 決標，履約期限 110 天，至

11/22

預計

執行

月份

實際執

行日期
項 目

編列預算

(千元)
實際執行 備 註

教 3逾期 VR 系統-軟體教材 200,000 已核銷

總 自走梯工程不足額 1,100 預估 1,038,877

學 3逾期 騎馬機×3 90
提出更改項目，請儘速執行。性質相近併

案辦理招標處理。
學 8 擺位用彈玻泡棉 100

學 8 電動傾斜床×3 500

學 8 健康中心置物櫃 50 38,500 預計 8/24 進場施作。

108 年 1～12 月校部資本門小計 2,900,000，至 7/21 已核銷 918,161+規劃執行(騎馬機、自走梯、彈玻泡棉、傾斜床、置物

櫃)1,840,000=2,758,161

108 年 1～12 月校部資本門小計 2,900,000，至 7/21 已核銷 918,161+規劃執行(騎馬機、自走梯、彈玻泡棉、傾斜床、置物

櫃)1,840,000=2,75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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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建構多感官教室工程案 業務單位規劃藍圖確認中

109 年度交通車 110/06/30 合約書製作(缺保險單)

復健器材(電動傾斜床+搖擺機+彈玻泡棉 448,000 109/12/30 業務單位規劃確認中

109 年特殊優良人員頒獎 770000 109/11/30 8/17 簽案，8/25 資格標後議價

伙委會

109 年度伙食 1,334,500 110/06/30/ 更改方案

109 年度午餐 1,069,200 110/06/30
8/3簽呈，8/25資格標，8/27/14

點評選，8/28 議價

109 年度早餐 124,000 110/06/30 8/31/10 點開標

109 年度晚餐 141,300 110/06/30 8/31/11 點開標

(3) 十萬元以上之金額採購案，請各業務單位提早規劃，避免採購流程過於急促，

而造成流標、廢標等事件發生。

(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等共計20項管利規章目前業已經輔導團協助修正，按照

規定應置於學校網站，請註冊組協助規劃專區置放，後續各處室有需修正部分

請提出討論。

(5) 108年度內部控制稽核小組原5/25會議規劃執行，因業務單位業務繁雜未及執

行，因目前已為109年度下半年，建議是否併109年度執行，請核示。

(6) 今日事務人員工作交接，可能會出現雜亂情形，請各處室多包涵。

主席裁示:

(1) 今年度工程繁多且淑如組長退休，9/1新任事務組長才報到，對於國立系統尚在

了解階段，若有標案或事務組相關業務，請各組提早作業避免案件延宕。

(2) 108年度內部控制稽核併109年度現況執行。

(3) 資本門運用:剩餘款尚餘14萬，請各處室提前進行規劃採購。

(4) 招標流程有既定法定規範，各處室規畫招標案時需考量規畫時間、行政作業時

間及等標期時間，儘早完備行政程序，以利招、開、決標的完成。

(5) 多感官教室設備標案拖延時間甚久，影響到後續工程標案的進行，請復健組長

督導承辦人並積極追蹤該案進度。

(6) 無障礙工程請確認完工時程，是否會影響到宜蘭縣政府主辦的活動。(若宜府預

定於本校怡然健康館舉辦賽事，原則上10/24可以使用該館設施，除廁所外)。

(7) 穿堂校園美學案原規劃團隊退出，本案將重新思考、規劃後再作其他整體大考

量。

(8) 開學後各項工程的施工範圍須加裝施工圍籬及強化工安維護。無障礙洗手台施

工稍顯粗糙再督促施工品質。

(9) 2樓平台大盆栽思考置放的需要，評估後若動線規劃需要盆栽，請將盆栽修剪施

肥整理妥當，並將地面上蜜蜂標誌清除乾淨。

2. 出納組

(1) 109學年度第1期代理教師甄試錄取名單陸續公布後，已依到職日期加保(勞保、

勞退、健保)。再辦理8-9月份薪津補發(含導師費)。8月份導師費統一在9月份

薪津補發。

(2) 本學期註冊費「電子繳款單」案，繳款期限自108年9月1日至9月14日止，可至

台銀臨櫃、便利商店(7-11、全家)、郵局繳付，將上網陸續注意繳費情形。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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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9月底前辦理結帳。

(3) 另家長如以「振興券」繳付註冊費，請拿至出納組繳付。

3. 文書組

(1) 期末校務會議資料尚未繳交處室請儘速於8/26繳件，以利提前公告全校週知。

(2) 紙本公文已結案者，請於8月底前儘速繳至文書組歸檔掃描。

(3) 109年ODF文書格式目標值須達100%，目前本校1-5月皆達100%，請持續保持該水

平。本校並已提供雲端編輯工具，鼓勵同仁繕打公文或文件時多使用ODF系統(軟

體工具已掛於本校官網上)。

(四)主計室

1. 108 學年度國教署補助計畫如已執行完畢請儘速辦理結報，結報規定是計畫期

程結束後二個月內辦理。

2. 計畫執行請承辦人熟讀相關法規，以免造成不合規定的支出須辦理支出收回。

3. 紙本公文如有二張以上請承辦人以職章加蓋騎縫以利後續會簽。

主席裁示:

1. 核銷表格及相關作業請各處室熟讀規範。

2. 公文範例文書組已於擴大行政會議上發給各組使用，相關規定包含騎縫章使用

請持續維持行政水平。

(五)人事室

1. 本校教務處專案補助專案助理甄選結果，正取林小姐放棄、備取 1黃小姐因生

涯規劃離職，備取 2石先生今（8月 24 日）報到。

2. 8 月 6 日本校 108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已函報國教署核定中。

3. 8 月 10-14 日辦理本校 109 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 1-3 招作業，共錄取鄭雅芩、王

詩慶、許賀竣、莊登州、林慧妮、陳瑀喬和黃煜庭等 7位代理教師，均完成報

到手續。

4. 8 月 24 日辦理專案補助經費進用之教師助理員和交通車隨車人員甄選，8月 25

日公告錄取名單。

5. 有關延長服務減少到班暑假執行情形:

(1) 各處室排定三分之一以上人員輪值，輪值人員必須是適用本要點實施對象

者且主任和處室同仁分別計算。

(2) 輪值若需調整更換輪值人員，該調整之輪值人員必須是本要點實施對象。

請各處室確實依據本校延長服務減少到班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6. 有關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時數規定 20 小時，其中 10 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

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本校目前每年必須完成時數 10 小

時達成率 20%。請公務人員務必於 8月底前至「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完成該

課程。

7. 8/22 於波的農場舉辦-文康活動感謝鄯向組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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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兼職情形調查表各請相關同仁協助填列。

主席裁示:

1. 延長服務減少到班今年開始實施，請同仁依規定配合執行。

2. 教師考績已考評結束並送國教署審核完成，考績獎金訂定 9月發放。

3. 兼職情形調查表請同仁核實填報。

陸、 提案:無。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上午 11 時 58 分。


